
通識六大單元，從課程文件起，便強調單元之間

的「有機」聯繫，它們並非各自獨立的知識領域，

而是透過6個面向知識的獲取，折射出議題的多元

性、複雜性與相互性，以建構同學多角度的批判性

思維能力。
掌握六大單元的概念與知識後，進而要建立的就是

跨單元能力。筆者在課堂中，曾以「寧波PX事件」為
切入點，請學生分為6組，每組負責一個單元，思考
該事件與單元的聯繫。

1. 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
概念/理論：公民意識、身份

討論：提出「理性抗議，反對暴力」，民眾在網上喊出

「向香港人學習」的口號。

2. 今日香港
a. 概念/理論：生活素質

討論：改革開放後中國人民的生活素質（政治、經

濟、社會、文化、環境）。

b. 概念/理論：政治參與

討論：非正式/制度以外的政治參與；影響中國公民

對社會及政治事務的參與程度和形式的因

素。

c. 概念/理論：身份認同、公民身份

討論：國民身份的建立；身份建立的3個向度：認

知、情感、行為。

3. 現代中國
a. 概念/理論：改革開放

討論：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發展、人民的生活素質；

中央政府如何回應國民的政治參與？（治理和民

主；民生矛盾/維權運動）

4. 全球化
a. 概念/理論：網絡全球化

討論：網絡力量，名人在微博上「聲援」事件。

b. 概念/理論：互聯網與政治參與

討論：透過社群媒體，人們可藉此自我教育，分享

訊息；示威遊行活動透過微博、智慧型手機

和簡訊組織。

c. 概念/理論：文化/政治全球化

討論：微博言論提及，看香港的請願遊行，結束後

地面上都是乾乾淨淨，寧波人也不能落後，

「向香港人學習」。

5. 公共衛生
a. 概念/理論：公共衛生
討論：改革開放對社會公共衛生的影響。

b. 概念/理論：健康風險

討論：了解二甲苯對人體健康造成的風險。

6. 能源科技與環境
概念/理論：可持續發展

討論：中國作為一個高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，可持續

發展在何等程度上是可行的？

每組同學都分享成果，黑板上呈現的正是有機、多
元的討論，有助同學建立良好的跨單元能力，拓闊視
點，從而理解不同單元如何幫助他們更立體地洞察社
會上的不同爭議。要建立一套整全、多元的思維，通
識課就是最好的實驗室。

新聞撮要
政府修訂2000年鐵

路發展策略，推出第
二階段諮詢文件，提

出7項優化現有鐵路線方案包括北港島線、小西灣線、
南港島線（西段）、屯門南延線、增設洪水橋站、東涌
西延線，及增設古洞站。諮詢期為3個月⋯⋯為配合人
口增長，港島會有3條延線，當中包括在灣仔海旁興建
一條北港島線連接香港站和北角站，方便東涌線乘客不
需轉車可直達柴灣，而將軍澳線乘客亦可直達西環。

根據2012年發表的建議發展大綱圖，初步假設古洞北
新發展區可容納約81,900人，並提供約35,400個就業機
會，以增加住宅供應量及更有效利用基礎設施，屆時落
馬洲支線可能有需要增設古洞站，直接服務區內居民和

就業人士。
■節自《優化鐵路網　港島線擬一開二》、《增設東

涌西延線　鄧家彪歡迎》，香港《文匯報》，2013-02-22

知多點
古洞北新發展區（Kwu Tung North New Development

Area）：位於上水西面，為新界東北發展區三個核心區
域之一，其餘為粉嶺北及坪輋/打鼓嶺。當局已制訂建
議發展大綱圖，將以傳統新市鎮模式，將其發展為低密
度的多元化社區。

持份者觀點
1. 運輸及房屋局副局長邱誠武：目前最重要是解決市

民的交通需要，造價問題要等到當局決定興建鐵路
時再逐一評估。

2. 理大土木及結構工程學系副教
授熊永達：諮詢文件缺乏多個
重要參考數據，包括除興建鐵
路的好處、建議原因、基本走
線，甚至基本站的設計概念，
亦沒有成本效益的數據⋯⋯港
島北交通擠塞嚴重，應最優先
考慮建北港島線，但政府要提
供造價等資料以決定交匯或換
線方案較好。

多角度思考
1. 根據上文，指出當局計劃增設古洞站的原因。

2. 當局決定興建鐵路時，應優先考慮甚麼因素？試舉兩

項並加以討論。

3. 有人說：「若再增建鐵路，其他交通工具如巴士、小

巴和的士的營運空間會受到打擊。」你對此說有何看

法？解釋你的答案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　吳欣欣

新聞撮要
深圳在建的最大水庫公明水庫成垃圾傾

倒場，大壩附近有東莞企業將大量生活垃
圾、工業垃圾違法偷倒於此，目前的垃圾
體積有20多萬立方米。該水庫建成後將成
為深圳市民飲用水源地⋯⋯本報記者親臨
現場，發現大壩附近大量的生活垃圾已被
清理，但距離在建大壩約1公里的道路兩
邊，有數百米長、數百噸的垃圾帶，垃圾
種類繁多，包括生活垃圾、工業垃圾和建
築垃圾。生活垃圾堆中有方便麵袋、塑料
製品、藥物、橡膠圈、皮帶等。工業建築
垃圾中則是以水泥居多。

■節自《深圳在建最大水庫垃圾成山》，

香港《文匯報》，2013-02-27

持份者觀點
在附近回收垃圾的賈先生：在建的公明水庫

大壩附近在十幾年前是一個垃圾填埋場，不過
七八年前政府已不允許車輛到此傾倒垃圾⋯⋯
之前的垃圾有些翻出來曬乾焚燒，有些就地填
埋⋯⋯這片地本來不是特別乾淨，未來如果建
成水庫，水質應該會受影響。

多角度思考
1. 根據上文，指出公明水庫存在甚麼環境問題。

2. 針對上題所述問題，分析深圳當局應否繼續在

當地建造水庫。

3. 假設你是深圳當局負責官員，你會如何處理題

1所述問題？解釋你的答案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　吳欣欣

通識把脈

新聞撮要
韓國史上首

位女總統朴槿
惠2月25在首爾
國會議事堂的
就職儀式上宣
誓，正式就任
第 十 八 任 總
統。她在就職
演說表示，上
任後將致力振

興經濟、提高社會福利及保護國家安全，開
創「國民幸福時代」。鑑於朝鮮三度核試，
朴槿惠重申朝鮮應盡快棄核，選擇和平及共
同發展的道路，韓朝才能重建互信⋯⋯朴槿
惠對內面對增長放緩、人口老化、福利成本

上升及貧富懸殊等一系列難題，對外則須應
付朝鮮的國防威脅及與日本在獨島（日稱竹
島）的主權爭議等。

因應人口老化及貧富懸殊加劇，新政府亦
必須在投資經濟的同時，平衡越來越高的福
利需求；加上朝鮮挑釁日益肆無忌憚，韓國
有必要增加國防開支自保，如此政府更須振
興經濟以確保預算充足。

■節自《朴槿惠促朝棄核》、《「朴槿惠時

代」臨挑戰》，香港《文匯報》，2013-02-26

持份者觀點
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楊希雨：朴槿

惠就職演說稱「將努力與美、中、日、俄等
國加強互信」，與前總統李明博上台時提及

「美、日、中、俄等國」的排序不同，調整
意味深長，是帶有戰略性及結構性的調整，

反映韓國感到須改善對華關係⋯⋯李明博重
視美韓同盟及加強美日韓三角合作的政策，
過去5年不但未能有效解決問題，更令形勢
複雜化，加上中國在亞洲及全球的重要性提
升，促使韓國須平衡對華及對美的關係。

多角度思考
1. 根據上文，韓國首位女總統朴槿惠上任後

將面對哪些內外問題？

2. 承上題，提出相應對

策 ， 並 舉 例 加 以 討

論。

3. 試評論朴槿惠的對華

政策對推動朝鮮半島

和平進程有何影響。

逢星期一見報

■樊詩琪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通識科教師、
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資深會員

逢星期一見報
「有機」討論 建跨單元能力

新聞撮要
中國正在研造核動力船舶的傳言日前正式獲官

方證實⋯⋯據介紹，核動力航母比普通航母有巨
大優勢，一方面比常規航母擁有航程距離倍增的
優越性，一般核動力航母在30年內不用更換核燃

料；另一方面核動力航母在動力設計上不
需佔用太大空間，節省大量甲板空間，可
停放更多艦載機。

據不完全統計，在全球現役航母中，美
國海軍擁有12艘航母、英國3艘、法國2
艘、意大利2艘、巴西2艘、俄羅斯1艘、西
班牙1艘、印度1艘、泰國1艘、阿根廷1艘
等，其中美國大部分是核動力航母，法國
有一艘核動力航母。

■節自《中國研造核動力航母》、《建核

航母增維護海權實力》，香港《文匯報》，

2013-02-23

持份者觀點
1. 方正證券機械行業分析師：未來5年，中國或

將建有兩個航母戰鬥群，由1艘自建航母和1艘
改建的「遼寧號」為主所組成。據國際航母
造價推算，建造兩艘航母戰鬥群約需1,500億

元人民幣。
2. 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洪源：中國現有的299.7萬

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面積中，有不少與鄰國
有激烈海域劃界爭議，中國海洋權益近來亦
頻受嚴重挑釁，加上全球早已進入航母時
代，形勢需要中國盡快建造航母，且要超越
常規，直接發展核動力航母，以適應中國在
海疆巡航、震懾與保護的最起碼要求，並獲
得應有主動權。

多角度思考
1. 根據上文，指出核動力航母比普通航母的3個

優越之處。

2. 參考上文，推測內地研造核動力航母的原因，

並舉例加以討論。

3. 有人說：「內地研造核動力航母將有效抗衡美

國『重返亞洲』。」你對此說有何看法？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　吳欣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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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球化：韓政新風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　吳欣欣

■朴槿惠宣誓成為韓國首位

女總統。 資料圖片

新聞撮要
一項針對本港中小

學生的調查發現，逾
三成受訪學生曾遭受
網絡欺凌，另有約兩
成 人 坦 言 曾 為 欺 凌
者 。 最 常 見 模 式 為

「 辱 罵 、 侮 辱 和 嘲
笑」，另逾一成人曾遭
朋友私自上傳自己的
不雅或私人照片、影
片，又有7%人曾因被色情言語挑逗而感困擾，個別苦主因飽受欺凌而
出現抑鬱⋯⋯整體而言，網絡欺凌趨勢從小四起按年級遞增，到中三
達至最高峰，數據反映出年級越高，網絡欺凌情況越嚴重、普遍。

■節自《31%學生受網欺　年級高更嚴重》，香港《文匯報》，2013-

02-28

持份者觀點
1. 防毒軟體Norton網絡安全顧問Marian Merritt：香港可參考美國的做

法，為網絡安全進行立法，提高大眾對網絡暴力的警惕，但立法始
終是下策，長遠之計是加強教育。

2. 港大教育學院教授張志儉：現今社會充斥批評文化，青少年在資訊
氾濫的時代，不應被動地接受網絡資訊和妄下判斷，應學習建立批
判思考。

多角度思考
1. 根據上文，歸納網絡欺凌的常見表現模式。

2. 參考上文，分析網絡欺凌與資訊科技發展的關係，並舉例加以討論。

3.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「立法規管是保障網絡安全的上策」這個說

法？解釋你的答案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　吳欣欣

新聞撮要
根據世界衛生組織

通報，截至2月19日，
全球共發現12宗新型
冠狀病毒（新沙士）
感染個案，其中6人死
亡⋯⋯衛生防護中心2
月21日與醫管局召開
第四次會議，討論加
強監管和預防感染的
措施。

■節自《3招嚴防新沙士　疑似即隔離》，香港《文匯報》，2013-02-22

持份者觀點
1. 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梁挺雄：新型冠狀病毒的感染死亡率相當高，並

有證據顯示可能出現人傳人跡象，雖然沒有任何國家出現持續傳播
或感染族群擴大，但衛生署已將其列作須呈報個案。

2. 醫管局總感染控制主任曾艾壯：公立醫院會繼續密切監察病毒，
如發現疑似病人，局方會將對其即時隔離，並作快速測試，預計
24小時內可得到化驗結果⋯⋯若化驗結果呈陽性，則首20名病人
將被轉介至瑪嘉烈醫院隔離，若有其他病人則將按照恆常情況分
階段處理⋯⋯全港15間提供急症服務的醫院，共有過千張負壓隔離
病房的病床，絕對可應付需求。

多角度思考
1. 根據上文，歸納香港有何預防新沙士的對策。

2. 試分析上題所述對策的有效性和可行性，並舉例加以討論。

3. 你在多大程度上認同「沙士疫症提升港人的防疫意識」這個說法？

解釋你的答案。 ■香港文匯報記者　吳欣欣

公共衛生：抗疫對策

今日香港：鐵路藍圖

現代中國：造核航母護國

■港府計劃優化

7條現有鐵路。

圖為西鐵。

資料圖片

■梁挺雄（左）和曾艾壯（右）齊指公醫會密

切監察新沙士病毒。 資料圖片

■調查指逾三成香港中小學生曾遭網絡欺

凌。圖為小學生上網做功課。 資料圖片

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：
網欺侵校園

■這輛貨車在深圳在建的公明水庫附近傾倒淤泥。

資料圖片

■中國官方證實內地正研造核動力航母。圖為普通航

母「遼寧號」。 資料圖片

能源科技與環境：水源污染


